
2013年國家醫師資格考試報名申請
根據《關於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和〈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中醫療及牙醫服務有關問題的通知》、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
充協定》等有關規定，香港永久性居民申請參加國家
醫師資格考試，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
法》和《醫師資格考試暫行辦法》等有關規定，在公
告規定的期限內辦妥報名手續，並向香港醫務委員會
秘書處（臨床類別）、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秘書處（
口腔類別）和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秘書處（中醫類
別）提交相關證明材料。報名工作由上述三個專業委
員會秘書處分別進行。

符合下列資格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可
經上述三個專業委員會秘書處索取有關資料以申請參
加2013年國家醫師資格考試：

（一）臨床類別
取得香港合法行醫權（香港醫務委員會註冊醫
生）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報名參加國家醫師資
格考試（臨床類別）

（二）口腔類別
取得香港合法行醫權（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註
冊牙醫）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報名參加國家醫
師資格考試（口腔類別）

（三）中醫類別
取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或香港大學
全日制中醫專業本科學歷，並取得香港合法行
醫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三級中醫醫院
實習期滿1年並考核合格，或在取得上述學歷
及香港合法行醫權後，在香港執照行醫1年以
上，可報名參加國家醫師資格考試（中醫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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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院校加學費高達25%
學生批升幅高於通脹

內地生獲獎學金圓教師夢

【本報訊】針對近日有
報章稱只有5%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獲得津貼及支援
， 教 育 局 昨 日 回 應 稱 ，
2011/12學年約630所公營中
小學獲發 「學習支援津貼」
，80%獲發20萬元或以上。
而2013/14學年開始，每所
學校可得的 「學習支援津貼
」的上限，更將由每年100
萬元提升至150萬元。

教育局昨日就融合教育
發表聲明稱，由於學生各有
不同的學習需要，即使屬同
一特殊教育需要類別的學生
，所需要的支援程度也不盡
相同。學校會因應學生的不
同需要，採用以下3層支援
模式：

第一層支援：優化課堂
教學，協助有短暫或輕微學
習困難的學生；第二層支援
：為有持續學習困難的學生
，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提供 「增補」輔導，例
如小組學習和抽離輔導等；

第三層支援：為有嚴重學習困難和特
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加強個別支援
，包括訂定 「個別學習計劃」。

根據現行的教育政策，有嚴重或
多重殘疾的學童，教育局會根據專業
人士的評估和建議，在取得家長同意
後，轉介他們入讀特殊學校接受加強
支援服務，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則可入讀普通學校。因此，在普通
學校就讀而需要第3層個別支援的學
生數目相對較少。對於部分只有短暫
或輕微學習困難的學生，學校更可透
過優化課堂教學提供支援。

同時，每所學校可得的 「學習支
援津貼」主要是根據其錄取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數目及所需的支援層級
計算，包括12萬元基本津貼以照顧首
1至6名屬第3層支援（加強個別支援
）的學生，其後每名學生可再獲每年
2萬元津貼。至於需要第2層支援的學
生，局方會按每年每人1萬元津貼額
發放。2011/12學年約有630所公營中
小學獲發 「學習支援津貼」。

自資專上院校界掀起新一波
加價潮，教育學院、浸大持續教
育學院、珠海學院等多間自資專
上院校將於新學年增加學費，加
幅由0.6%至25%不等（見附表）
。受影響學生曾向以上院校查詢
增加學費的原因，大部分院校均
表示調整學費是為了興建教學設
施、增聘教員等。有受影響學生
認為，添置設施僅是一次性支出
，不足以成為持續增加學費的理
由。

加費因建教學設施
恒生管理學院學生會會長許

振邦為新聞及傳播學系一年級學
生，在2012/13年度上學期只須
繳交6萬元學費，豈料下學期學
費已飆升至6.4萬元，加幅近7%
。他擔心學費加幅會如滾雪球般
愈滾愈大，最終突破7萬元大關
。他說，恒管校董會內並無民選
學生代表，學生對很多學校政策
都蒙在鼓裡，希望學校公開帳目
，證明校方增加學費是用於提升
學生學習質素。

樹仁大學學生會會長吳仲達
稱，樹仁校董會內沒有學生代表
，校方毋須諮詢同學意見，便落實
於2007年及2010年2度增加學費
，要求校方公開學校帳目，將來
決定增加學費時與學生商議。珠

海學院新聞及傳播系一年級學生
辛同學表示，該校的四年制自資
學士課程學費原本是每年5.5萬
元，但2013/14學年新生學費則
調整至首兩年5.9萬元，末兩年
6.4萬元，升幅達11.8%，有可能
令學生未畢業已背起一身債務。

要求院校公開帳目
為關注專上院校學費飆升的

問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珠海
學院反加學費委員會、恒生管理
學院學生會等多個學生組織成立
「大專反加學費聯席」，要求各

院校停止增加學費及公開帳目，
並開放校政參與，由校方學生共
同決定學費水平。聯席又要求政
府放寬學生資助門檻，簡化審批
程序，並向學生提供免息貸款。

「大專反加學費聯席」昨於
旺角行人專用區設置街站收集市
民簽名，並以巡遊形式呼籲市民
支持，數小時內收集了逾千簽名
。前嶺南大學學生會主席兼聯席
發言人陳樹暉表示，聯席本月會
到所有專上院校設置街站收集同
學簽名，不排除未來到不同政府
部門遞交請願信，並希望與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會晤。他透露，聯
席正約見明愛專上學院校長關清
平，反映同學訴求，預料會見最
快兩星期內進行。

自資專上院校界掀起新一波加價潮，近10間自資專
上院校將於2013/14學年增加學費，其中教育學院社會
工作高級文憑課程2年全期學費更由9.36萬元暴漲至
11.7萬元，升幅高達25%。有受影響學生狠批學費升幅
高於通脹，學生未畢業已債台高築，要求院校公開帳目
證明增加學費的原因。 本報記者胡家齊

【本報訊】實習記者陳晨報道：環境問題日益嚴重
，可持續發展是當務之急。中大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捐助港幣5400萬元，推出為期5年的社區參與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地球保源行動（Gaia）。近日
在太古城中心舉辦 「環保嘉年華2013」，透過環保先鋒
的分享、音樂表演、廚餘轉化介紹、互動資訊及遊戲等
，傳達綠色生活信息。

賽馬會捐5400萬元
地球保源行動由3部分組成：成立賽馬會氣候變化

博物館，展出李樂詩博士多年來在 「3極」（南極、北
極、珠穆朗瑪峰）所搜集的珍貴資料和照片，以及中大
在地球環境、能源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多項創新研究
；設立賽馬會綠色社群，學校、非政府機構和綠色社群
團隊共同合作，結成 「減碳夥伴」；藉此推廣及介紹氣
候變化的新應對措施。

陸恭蕙、李樂詩和何漢威以 「氣候變化與低碳、減
廢生活」為題進行分享。嘉年華亦設有多個富有趣味的
互動資訊及遊戲攤位，包括分享家居環保貼士的 「綠色
家居大搜查」遊戲，和鼓勵市民綠化家居和社區的 「領
養小種子」攤位，聖雅各福群會介紹 「升級再造」──
把廢棄物品改造為極具環保價值的優質創新產品，例如
以鋁罐製成的手表、以舊地毯製成的手提電腦套等。此
外，由中大校友組成的樂隊Just Acappella表演無伴奏合
唱。

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表示： 「環保不是艱澀的專
業議題，它和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透過今天的環
保嘉年華，我們希望以輕鬆有趣的方式，讓大家了解
如何在日常生活實踐環保，一起享受低碳、減廢的綠
色生活。」

大會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香
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和香港賽馬會人力資源及持續發
展總監簡金港生擔任主禮嘉賓，聯同中國極地博物館基
金創辦人李樂詩、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金文泰中學
校長李瑞華，以及中大副校長暨地球保源行動督導委員
會主席程伯中一同主持 「環保嘉年華2013」開幕儀式。

中大辦環保嘉年華倡減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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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香港教育學院英
國語文教育學系內地學生賈，利用賽馬會獎學金
參加多項交流活動擴闊視野，去年畢業後旋即獲拔
萃男書院聘任為英文老師，得以將所見所聞傳授給
下一代。

香港賽馬會獎學金於1998年設立，嘉許9間大
專院校學業成績優異且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學生
，至今已有343名學生受惠，其中108人為內地生
。來自廣州的賈在小學4年級才開始學習英語，
2008年內地高考後入讀教育學院英國語文教育學
系。由於家境不算富裕，她在一年級時苦無機會
參與各項海外交流活動。獲得賽馬會獎學金後，
她先後到多倫多約克大學交流，到澳洲做環保義

工為袋鼠建路，以及前往紐約聯合國總部參加世
界公民計劃，與世界級領袖會面及學習。 「做英
文老師不單要英語好，亦要擴闊視野將所見所聞
授予學生。」她去年畢業後獲男拔聘任，實現做
英文老師的理想。

父患癌立志成護士
理工大學護理學系畢業生葉澤森於英國讀中學

，中七時得悉父親患癌後決定回港入讀大學，並立
志成為護士，希望關懷更多有需要的人。他透過 「
香港賽馬會獎學金同學會」統籌長者及學生參加 「
音樂健康同樂日」及 「大學校園探訪計劃」，身體
力行回饋社會。他現為伊利沙伯醫院護士。

城市大學創意媒體系畢業生李心悅現為著名導
演陳果的見習編劇。她運用獎學金拍攝影片，其作
品《忘語花》更於 「鮮浪潮2012國際短片展」公開
組獲選為最佳電影。

賽馬會獎學金得主必須成績優異，熱心社會事
務，並獲其就讀的大學甄選推薦。得獎學生必須在
就讀期間保持良好成績，才可持續領取獎學金。為
配合三三四新學制，為期5年的第2階段香港賽馬會
獎學金於2012/13學年展開，名額由原來9間大專院
校各3名學生增至4名，並由原來資助3年學士課程
擴大到4年，每名獎學金得主可獲約40萬元獎學金
。為慶祝最近畢業的24名學生展開人生新一頁，馬
會特別於今天為他們舉行畢業晚宴。

【本報訊】實習記者陳晨報道：本港
八大院校的自資碩士課程向來屬賣方市場
，學費隨通脹一路水漲船高，據悉，
2013/14新學年將繼續加價，八校至少有
150個全日制及兼讀制碩士課程加價，更
有課程加價數萬元。

香港中文大學半數自資課程加價，信
息技術管理理學碩士全日制課程上漲2.5
萬至15萬元；全球傳播碩士課程去年學費
9萬元，新學年勁升10%至9.9萬元。

理工大學中國商貿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學費由去年12.6萬上升至18萬港元，加
幅為八校之最，理工大學學生汪群表示，
學費上漲影響較大的是非本地生， 「一方
面非本地生無法貸款，另外同樣價格可以
報讀海外其他學校了。」香港某大學內地
生Sarah今年準備去理工讀中國商貿管理
理學碩士課程，面臨高達近20萬學費，她
表示會或考慮改到美國或者歐洲「鍍金」。

▲香港賽馬會獎學金得主李心悅（左一）、賈（左二）、葉澤
森（右一）及馬會慈善項目主管陳淑慧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中大環保嘉年華近日開幕，左三為校長沈祖堯

碩士課程12.6萬加至18萬
▲「大專反加學費聯席」昨於旺角收集市民簽名，反對專上院校增加學費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